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
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不能
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

守
初
心

●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
面风险挑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担
使
命

●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
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有的放矢进
行整改

找
差
距

●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
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
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的自觉行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抓
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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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日电 6 月 1 日出版的第 11 期《求

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

工作总抓手》。

文章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

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

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我们要

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明确思路，深化认识，切实把工作做

好，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文章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

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下转0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把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31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

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

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

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的

根本任务，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具体目标，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

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

长王沪宁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决定，以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 70 个

年头，在这个时刻开展这次主题教

育，正当其时。

习近平指出，开展这次主题教育，

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

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

需要。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就是要坚

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广大党员干

部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

际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

之 基 、补 足 精 神 之 钙 、把 稳 思 想 之

舵；就是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奔着问题去，以刮骨疗伤的

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决予以整

治，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

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努力把

我 们 党 建 设 得 更 加 坚 强 有 力；就是

要继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观点、群

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

到行动上，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

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

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就是要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

统和优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把党的

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

为美好现实。

习近平强调，党中央对这次主题

教育的总要求、目标任务、方法步骤

作出了明确规定，要准确把握党中央

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

际，对准目标，积极推进，确保取得预

期效果。

习近平指出，“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

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

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

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

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

民，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

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

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

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

险挑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

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

难险阻。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

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有的放矢进行

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

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

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

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

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

教育全过程。

习近平强调，理论学习有收获，重

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

学习的基础上取得新进步，加深对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

央大政方针的理解，学深悟透、融会

贯通，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思想政治受洗

礼，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

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紧转02版）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 颜
朝辉）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

际，5 月 31 日，市委书记邵革军等市

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率队赴船山区、

市河东新区和遂宁高新区、经开区看

望慰问少年儿童，为孩子们送去节日

礼物，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

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

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和所有关心爱护少年儿童的各界人

士致以亲切问候。团省委副书记许

静参加慰问。

邵革军十分牵挂特殊少年儿童

群体的成长，专程来到船山区特殊教

育学校，看望慰问特殊少年儿童。邵

革军走进教室，现场观看了教师教

学、残疾儿童手工制作和跆拳道表

演，向残疾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勉励

小朋友们发扬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坚持康复训练，好好学习，掌握更多

的知识和本领，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他深情地说到，特殊教育是

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

每个特殊家庭的幸福和特殊少年儿

童的成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特殊教育，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实

抓细，在孩子们成长路上一个也不能

少，让特殊少年儿童与普通孩子一样

成长成才，让特殊少年儿童感受到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在船山区锦华幼儿园，邵革军一

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校园文化建设，

详细了解学校发展情况，并走进“美

食烹饪馆”“建筑设计馆”等处，与正

在进行体验式教学的老师和孩子们

亲切交流。 （紧转0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5
月 31 日，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为主题的我市 2019 年“安全生产

月”活动启动仪式在船山体育馆举

行。市委书记邵革军出席并宣布活

动启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相

洪出席并讲话。

启动仪式上，邵革军听取了全市

安全生产工作推进及“安全生产月”

活动开展情况汇报，现场观摩了消

防器材展示和实战演练，并宣布遂

宁市 2019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

启动。

受市委书记邵革军，市委副书

记、市长邓正权委托，吴相洪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

诚挚感谢，向辛勤奋战在安全生产一

线的同志们致以崇高敬意。他说，安

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大局。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最大的政治责任来抓，

形成了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治理格

局， （紧转0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6
月 2 日，北京阳光艺术团团长郝英率

团莅遂，将在 6 月 4 日和 6 月 5 日为

遂宁市民演出大型诗乐舞《川江花

雨》。

《川江花雨》由四川省歌舞剧院

出品，阳光艺术团演出。演出将以光

辉灿烂的古蜀文明为背景，精彩呈现

川江流域千姿百态的人文风情和壮

丽恢弘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现中国力

量和四川精神，诠释“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据悉，阳光艺术团是一个从事群

众艺术健身活动的民间公益性团体，

成立于 2006 年，成员以退休中老年

朋友为主，现有北京、成都、昆明、呼

和浩特、西昌、哈尔滨等各地成员

400 余名，他们中年龄最长的 73 岁，

最小的 58 岁。十余年来，阳光艺术

团多次走进大学和军营举行联欢活

动，并先后在北京、天津、海南、云

南、上海、山西、新疆、哈尔滨、大庆、

大寨等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进行公

益慰问演出，深受观众欢迎。

邵革军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

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争做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

我市2019年“安全生产月”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邵革军出席并宣布启动

北京阳光艺术团团长郝英率团莅遂

大型诗乐舞《川江花雨》
将在遂宁演出

六一前夕，顺城街幼儿园毕业班的 30 位幼儿邀请家长走进新华文轩书店，举行《诗和童年》新书发布会。

这本由顺幼教师及幼儿共同整理、策划制作的诗集，收集了孩子的画作、文字，把童年写成诗歌，带给孩子们

一份特别而有意义的儿童节礼物。

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 摄

广告


